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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graphy:
Dr. Benson P.C. Liu, having multiple careers and positions at the same time, started teaching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design in
college since August 2010. Now he works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Chaoy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in the mean time he
has also worked as an Architectural and interior designer, independent curator and artist on his own. After he obtained PhD
degree at the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in Tunghai University, following the issue of his PhD thesis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issues of the new gamification design method of space syntax analysis and parametric design, such as the critical decision of
architectural layout in terms of spatial user behavior and so on, he has proposed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of spatial digital analysis
to see how this neutral tool could help to clarify the problem of spatial use with regard to spatial form generation in the
interesting design process as playing games. He endeavored to integrate his multiple interests across the spatial practice and
academic.

■研究與設計
(一)期刊論文
1. 劉秉承，<『由戲入創』遊戲化動態迴遞式空間設計策略 - 以實地展場規劃與設計教學為例
『From Gamification to Creation』The Dynamic Recursion Design Strategy of Gamification – A
Case Study on Planning and Teaching of an Exhibition >，設計學會(Chinese Institute of Design)
設計學報(Journal of Design; ISSN 1606-8327)第二十三卷一期，2018 年 3 月（科技部藝術
學門特優期刊/103 年科技部 THCI 期刊評比，環境與設計類科排名第一期刊 / 台灣人文學引
文索引核心期刊 THCI Core / Elsevier SCOPUS）。
2. 劉秉承，<『形隨評析』- 以空間型構理論與形態運算衍生為基礎之參數式設計方法 『Form
Follows Evaluation』- A Parametric Design Method Based On Space Syntax Theory And Form
Computing Generation >，台灣建築學會『建築學報』96 期增刊（建築人文空間專刊），2016
年 9 月（TSSCI）。
3. 劉秉承，<『風格量化』-以空間型構理論之視域分析方法探究空間組構形態視覺感知之量化
詮釋模型 『Style Quantifying』 - The Quantification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Visual Perception
of Spatial Configurations through Space Syntax theory’s Visibility Graph Analysis >，朝陽科技
大學『設計與環境學報』第 17 期，2016 年 12 月。

（二）研討會論文：
1. 劉秉承，＜結合空間型構分析與參數化衍生之遊戲化空間設計方法論 - 以展示設計教學為例
＞2015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第十四屆國際學術研討會(有審稿制度)，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
辦/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協辦，中原大學，中壢市。
2. Benson P. C. Liu, Simon C. F. Shu, 2013, ”A Visual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Method of Visual Perceptive
and Spatial Cognitive Study on the Deformation Process of Spatial Layout Plans through Space Syntax’s
Visibility Graph Analysis”, 5th IASDR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okyo（5th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of Design Research）, Shibaur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oyosu Campus,
Tokyo(芝浦工業大学 Tokyo, 東京都), Japan.
3. Benson P. C. Liu, 2012, “Reshaping a Spatial System with Infusion Effect of Pedestrian Flow in a
st

Shopping Mall – A Diagnosis of Spatial Design through Space Syntax Methodology”, 1 PaTMA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arametric Thinking &Making o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數位化思考與
實作國際學術會議) , Tunghai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4. 劉秉承，＜形塑一具引流效應的商場流動空間－以型構數位分析作為空間規劃設計之診治方
法＞，2010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九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有審稿制度)，pp. 83-100，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辦/台灣室內空間設計學會協辦，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北棟 4 樓國際
會議廳，中壢市。
5. Benson P. C. Liu, Simon C. F. Shu, 2009, “Visual – sensory Analysis of Calligraphic Styles of Spatial
st

Configuration”, 1 Southeast Asia Space Syntax Academic Forum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partment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6. 蘇智鋒, 劉秉承，＜空間平面佈局形態之視域辨識性研究＞，2008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第
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有審稿制度)，pp. 1-30，中原大學室內設計學系主辦/台灣室內空
間設計學會協辦，中原大學全人教育村北棟 4 樓國際會議廳，中壢市。

(三) 專書或技術報告：
1. 劉秉承 翻譯&監修，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美國大學室內設計系教授 羅伯托‧倫格爾
Roberto J. Rengel著，<室內空間計畫學：入門/進階 最重要概念建立必備寶典，室內設
計立體動線邏輯與實作力完全激發>，出版社：麥浩斯

，2017/7/15，ISBN：

9789864082810。
2. 劉秉承，”2-1 動線與格局安排”本篇章作者，展示陳列設計聖經，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p12~p23，ISBN 978-986-408-239-1，2016。
3. 劉秉承，”2-2 尺寸計畫”本篇章作者，展示陳列設計聖經，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12~p23，ISBN 978-986-408-239-1，2016。
4. 劉秉承、陳奕彰、周安潔、王玫均、陳沁安、郭于甄，“榕器-匯流的空間 Tree Container”，
2015台灣國際茶文化創意與科技論壇活動專輯 （台灣工藝推廣叢書 第68號 文創PA-024 漢
英對照）
，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p136~p141，ISBN 978-968-04-6744

GPN 1010402524，

2015。
5. 劉秉承，“由匠入創/重返真實』- 創客聯盟計畫的核心目的與價值” ，2015 「創客聯盟」
數位設計工作營暨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 p120 ~p123 ，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
北市，2015.12 (ISBN 978-986-5631-13-0)
6. 劉秉承撰，＜空間結構分析與形態推演－ 一種結合空間型構分析與參數化衍生的設計方法論
＞，博士論文，東海大學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管理研究所博士乙組（建築專長博士），臺中
市，2015。
7. 劉秉承，“『跨/域』 - 作為橫跨『領域』與『地域』的一種可能試驗/『跨/域』 - 作為『藝
術再次匯流』的準備行動 /『跨/域』 - 作為『突破框架』與『超越限制』的一種方法” ，
『跨/域』國際競賽種子新秀培訓營成果專輯， p18~p21，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北

市，2014.12 (ISBN:978-986-7043-95-5)
8. 劉秉承，”站在各式衝突並置與勝負契機的分野，下一步我們該如何走？”，2013 Mediascape
介質地景：國際競賽種子新秀培訓營，p16~p17，田園城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台中市，2013.12
(ISBN: 978-986-7043-82-5)
9. 設計作品獲西班牙建築雜誌『未來建築』Future Arquitecturas 專欄報導，
『未来建筑竞标 中国 第
3 辑 试验趋势』漢英對照，本篇章作者：蘇智峰，劉秉承，蔡昱偉，賴可謙，吳柏君，王威
翔 ， p48~p50 ， Future Arquitecturas （ 西 班 牙 未 來 建 築 出 版 社 ） ， Spain ， 2011.7
(ISBN:978-7-308-08821-3)
10. 劉秉承撰，＜空間形態書寫之視域形感辨識分析＞，碩士論文，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臺中
市，2009。

(三) 研究計畫：
1. 研究計畫案：『白冷圳文化景觀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潛力點計畫』，計畫協同主持人，
2016.9.1~2017.8.31
2. 教育部補助之計畫：「創客聯盟」 數位設計工作營暨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共同主持人，
台灣 教育部，2015.1~2015.12
3. 教育部補助之計畫：「跨/域」 培訓國際競賽及種子人才工作營，共同主持人，台灣 教育部，
2014.1~2014.12
4. 教育部補助之計畫：「Mediascape 媒體地景」 培訓國際競賽及種子人才工作營，協同主持人，
台灣 教育部，2013.1~2013.12
5. 產學合作案：光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展場規劃產學合作計畫案，計畫主持人 2015.3.1~2015.5.20
6. 產學合作案：經濟部台中軟體園區 展場規劃設計產學合作計畫案，計畫共同主持人
2016.7.25~2017.2.28
7. 產學合作案：小叮噹科學主題樂園 空間整合規劃設計產學合作計畫案，計畫主持人
2016.4.15~2017.7.15
8. 產學合作案：生活文創展演空間規劃設計產學合作計畫案，計畫主持人 2016.3.1~2016.5.20

■學術活動與服務
1.

擔任評審委員（聘期制）：獲 21 世紀室內設計與建築協會邀請，獲聘擔任 2017 亞洲設計獎
初審 評審委員，106 年 12 月 7 日。

2.

擔任顧問（聘期制）：獲台中文創園區發展推廣中心敦聘為諮詢顧問，聘期 106 年 10 月 1

日～108 年 09 月 30 日。
3.

出版諮詢顧問：麥浩斯出版社 漂亮家居 ，擔任「展示陳列設計聖經」 一書出版專業諮詢
委員，2016.12.1

4.

出版諮詢顧問：麥浩斯出版社 漂亮家居 ，擔任「小宅放大！行內才懂的尺寸關鍵術」 一
書出版專業諮詢委員，2016.12.19

5.

展覽：空間創作作品『雲頂 – 不定形/無常形 The Cloud Canopy – Shapeless Shape / Formless
Form』受邀參展於『空間培養皿-文創策盟藝術交流展』展出，策展人 展開設計 楊學展，
參展人 ： 朝陽科大建築系 劉秉承 / 朝陽科大 產合處 三創教育與發展中心 / 彰師大美術
系 邱文正 / 亞洲大學 時尚系 謝維和 / 亞洲大學 室內設計系 詹鎔萱 / 晃晃文創設計
許翰殷 / 展開設計，指導單位: 文化部文資局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主辦單位: 文化部文資
局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台中中軟體文創園區 ，2017/10/1～2017/11/10

6.

展覽：『建築 空間 生命』，策展人 陳信安 劉秉承 郭其綱 楊學展，指導單位 經濟部中
軟體文創園區，主辦單位 朝陽科大 建築系，台中中軟體文創園區 ，2017/1/1～2017/02/12

7.

展覽：『空間培養皿』，創作參展者 劉秉承，策展人 劉秉承 楊學展，指導單位 文化部文
資局 台中創意文化園區，主辦單位 展開設計，台中創意文化園區 TADA ，2016/07/16～
2018/08/28

8.

展覽：『涅槃重生』，策展人與展場設計者，策展人 劉秉承 黃甯，指導單位 新竹市政府 ，
主辦單位 新竹市都市發展局，大同舊城 108 再生基地，2016/06/22～2016/07/15

9.

展覽：『白色 夏天 市集 - 新竹風城戶外特展』，參展人與展場設計者，空間設計作品『風
的線條 –氣味容器』，指導單位 新竹市政府 ，主辦單位 新竹世界大同城市共好協會，空
間設計作品位於 新竹 護城河畔 圓環府後街入口～228 公園， 2016.05.28

10. 展覽：『曲水流觴 一茶一會/茶屋＋工藝.文化新味特展』茶屋展演，參展人與展場茶屋空間
設計者，設計作品『榕器-匯流的空間』於國立台灣工藝研究園區，工藝設計館，
2015/10/8~2016/10。
11. 展覽：『無土之境 無界之限 Endless / Landless』未來建築展，策展人 劉秉承 黃甯，於台北
當代美術館主館區與台北車站捷運地下街 K1 展區 與 R9 展區，2015 6/12~8/16
12. 展覽：『間戲』空間創作作品展與創意設計 論壇 ，策展人 劉秉承 楊博文，於朝陽科技大
學 設計藝廊， 103. 06.10~103. 06.20
13. 展覽：『穿牆術 TADA 界面改造與空間資訊擾動策展計畫』空間創作作品展與創意設計 論
壇 ，策展人 陳淑瑜 劉秉承 楊宏祥，於台中文化創意園區（TADA）
， 102. 06.09~102. 06.16
14. 主持論壇講座：『展覽？展覽！』演講暨論壇，邀請東海大學美術系張惠蘭老師與博物館研
究專家黃瓊儀老師，張惠蘭老師之講題『能量轉運站』/黃瓊儀老師講題『一個沒有訊息的
展覽，像一隻沒有脊椎的恐龍』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園區（TADA）
， 102. 5.19

2:00pm~6:00pm

15. 展覽：『量<ㄌ一ㄤˊ> 體 - 身體空間經驗的量體演繹』空間創作作品展與創意設計論壇，
策展人 陳淑瑜, 劉秉承，於大葉圓形藝廊， 102.01.12～102. 01.14
16. 展覽：『旅行箱－空間裝置展』展覽 策展人 陳淑瑜,劉秉承,楊淨伍,謝政宏，於大葉圓形藝
廊，101/ 03/06～101/ 03/13
17. 展覽：綠探險 Green Adventure 展覽 策展人 劉秉承 楊宏祥 張玫萍，於 TADA(台中文化創意
園區) ， 100/ 2/19～100/ 3/5
18. 學術交流：赴中國福州莆田藝術學院擔任交換學者，2014.10.5~2014.10.19。
19. 學術交流：赴中國福州莆田藝術學院擔任交換學者，2014.4.20~2014.5.4。
20. 學術交流：赴東勢高工協助舉辦建築營活動，2013.12.07~2013.12.14。
21. 學術交流：赴中國福州莆田藝術學院擔任交換學者，2013.9.1~2013.9.13。
22. 學術交流：赴印度孟買，擔任孟買大學建築學院 K.R.V.I.A.所主辦的 space syntax 國際工作營，
空間數位分析課程客座講師。分析並提案解決 DHARAVI（全世界最大的貧民窟）的空間問
題，2012.2.4~2012.2.19。
23. 演講：獲邀擔任東勢高工舉辦之講座 『執業與授業-淺談設計生涯規劃』主講者，2017/12/27。
24. 演講：獲邀擔任聯合大學舉辦之『空間敘事與活化再利用』系列講座 『空間活化再利用可
能性』主講者，聯合大學 建築系，2017/10/1。
25. 研習/ 與談/ 工作坊設計導師：擔任彰化縣文化局舉辦之『半線轉轍-城市願景工作坊』設計
導師，台鐵工會堂，2016/08/27~2016/08/28。
26. 演講：中原大學 室內設計系『設計倫理』專題講座，講題：『室內設計 執業與授業』，中
原大學 室內設計系，2016.11.2。
27. 演講： 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 專題講座，講題：『研究與設計 - 空間型構理論之
分析工具內涵與應用』，雲林科技大學 創意生活設計系，2016.6.1。
28. 演講：擔任 105 學年度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科中心 『創客及 3D 列印推廣教
師研習』課程講座講師，講題『由匠入創，重返真實-創客的核心價值』，國立彰化高級商
業職業學校，2016.04,01>
29. 演講： 大葉大學 空間設計系 專題講座，講題：『當代設計講 - 自然系』，大葉大學 空
間設計系 G305，2016.3.15。
30. 演講： 聯合大學建築系 專題講座，講題：『分析與設計 - 空間型構理論之行為預測分析
方法』，聯合大學建築系，2015.12.16。
31. 演講： 聯合大學建築系室內設計進修學士班，講題：『遊於藝 / 戲之間 living & playing
in-between 』，苗栗縣政府 國際文化觀光局 中興畫廊，2015.5.23。
32. 演講：莆田學院 工藝美術學院，講題：『非典型 執業與授業-about competitions』，莆田
學院 工藝美術學院，2015.05.06

33. 演講：聯合大學建築系，講題：『非典型-about competitions』，國立聯合大學，2014.11.20。
34. 演講：東勢高工建築科，講題：『室內設計哲學』，國立東勢高工，2013.12.14。
35. 演講：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 空間設計講座，講題：『設計 工具ｘ方法』，大葉大學空間設
計系，2013.4.21
36. 演講：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設計課講座，講題：『執業與授業 室內設計的空間研究

住居

創意與深意』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2012.12.14
37. 廣播專訪：城市廣播網 ，講題<物理與心理的軟與硬 – 挑戰 材質與形式 的詮釋可能性： 從
日本建築師坂茂(Shigeru Ban)設計的 紙教堂 與 邱文傑建築師（大涵學乙建築團隊）的紙
教堂附屬建築談起>，2015.8.10(一) 16:00~17:00
38. 廣播專訪：城市廣播網 ，講題<當代構築典範的移轉 - 挑戰 科比意 多米諾系統（ Domino）
之當代建築大師伊東豊雄（Toyo Ito）： 從日本仙台媒體中心到台灣台中國家歌劇院>，
2015.8.18(二) 16:00~17:00
39. 廣播專訪：城市廣播網 ，講題<『城市與建築的花園夢』 - 中興新村：台灣首座依據 霍華
德（Howard）花園城市理論的設計實踐與戰後第一代建築師（王大閎與修澤蘭等）大師陳
跡的歷史場域>，2015.8.27(四) 16:00~17:00
40. 教學：教師社群 設計學院 跨領域設計菁英班 104 學年度
41. 教學：教師社群 設計學院 跨領域設計菁英班 103 學年度
42. 擔任學位考試委員：104 上 擔任 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 研究生 段毓麟 學位考試委員
43. 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聘期制）
：105 下 擔任 雲林科技大學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研究生 陳脩
韻 學位考試委員 2017,6,16。
44. 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聘期制）
：105 下 擔任 雲林科技大學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 研究生 黃敏
慈 學位考試委員 2017,6,16。
45. 擔任學位考試委員（聘期制）：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起至民國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擔任朝陽
科大建築系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士班碩士學位考試委員。
46. 擔任評圖委員：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進修學士班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評圖委員，
2016.01.06。
47. 擔任評圖委員：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大一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評圖委員，2014.06.15。
48. 擔任評圖委員：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畢業班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評圖委員，2015.05.23。
49. 擔任評圖委員：國立聯合大學建築系畢業班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評圖委員，2014.01.09。
50. 擔任評圖委員：大葉大學空間設計系大一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評圖委員，2014.01.11。

■獲獎榮譽
(一) 個人榮譽：
1.

105 學年 榮獲 『年度優選導師』（106/09/20）

2.

105 學年 榮獲『105 學年度教師指導學生校外參賽獲獎獎助』

3.

104 學年 榮獲『104 學年度教師指導學生校外參賽獲獎獎助』

4.

104 學年 榮獲 朝陽科技大學『專任教師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獎勵』

5.

103 學年 第二學期 執行教學品保『教師課程改善歷程』成果報告 ，授課課程『展場規劃與
設計』獲『傑出獎』

6.

設計作品『榕器-匯流的空間』
（茶屋空間設計）榮獲 當代設計雜誌 no.272 11 月號專欄報導，
p146~p149

7.

設計作品『榕器-匯流的空間』（茶屋空間設計）榮獲 台灣工藝雜誌 vol.59 12 月號專題採訪
報導

4.

設計作品「凝」 榮獲 西班牙建築雜誌『未來建築』Future Arquitecturas 專欄報導，『未来建
筑竞标 中国 第 3 辑 试验趋势』漢英對照，本篇章作者：蘇智峰，劉秉承，蔡昱偉，賴可謙，
吳柏君，王威翔，p48~p50，Future Arquitecturas（西班牙未來建築出版社），Spain ，2011.7
(ISBN:978-7-308-08821-3)

5.

榮獲 臺灣塔概念設計國際競圖 優選 (團隊: 蘇智峰，劉秉承，蔡昱偉，賴可謙，吳柏君，
王威翔) , 2010

(二) 指導學生國際競賽獲獎：
1. 指導 「創客聯盟」 數位設計工作營暨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學生作品 設計作品『城市換
膚計劃』榮獲『2015 IIIC 第六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獎，楊鄰錡 / 劉佳俊 / 胡藍方/ 蔡
菊真 / 林家葳 / 陳映彤 -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 。
2. 指導 「創客聯盟」 數位設計工作營暨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學生作品 設計作品『微型輪
式魚菜共生蔬培裝置系統』榮獲『2015 IIIC 第六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獎，陳沛欣 / 謝
仲評 / 謝孟庭 / 蔡昀修 / 林秋汝 - 朝陽科技大學 景都系。
3. 指導 「創客聯盟」 數位設計工作營暨國際競賽種子人才培訓營學生作品 設計作品『新鐵窗‧
綠系統』榮獲『2015 IIIC 第六屆國際創新發明競賽』 銀牌獎，鄭凱仁 / 楊登迪 / 葉惠婷 / 邱
智隆

- 逢甲大學 建築系 。

4. 指導『跨/域』國際競賽培訓營學生作品 設計作品『H.O.P.E.』榮獲 英國 Elevator Annual 2014:
“A Unique Vertical Experience” 國際競圖 特優獎（special mention）， 王莓均 朝陽科技大
學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 柯宜萱--玄奘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 / 楊昇翰--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研

究所，。
5. 指導『跨/域』國際競賽培訓營學生作品榮獲英國 Elevator Annual 2014: “A Unique Vertical
Experience” 國際競圖 優選獎(mention)，許晉耀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設計作品『Touching
The Rainbow』。
6. 指導『跨/域』國際競賽培訓營學生作品榮獲英國 Elevator Annual 2014: “A Unique Vertical
Experience” 國際競圖 優選獎(mention)，許振蔚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室內設計組 / 張言濃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 / 陳㱏勳 台科大建築研究所，設計作品『A Vertical Exchange』。
7. 指導『跨/域』國際競賽培訓營學生作品榮獲

英國 Elevator Annual 2014: “A Unique Vertical

Experience” 國際競圖 入圍，柯采儀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 陳雅虹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室內
設計系。

